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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视点

推进贷款利率并轨

打破隐性下限

□

本报记者 张勤峰

央行日前发布的

2019

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

行报告，再次提及“利率并轨”的问题，并提出推进

贷款利率“两轨合一轨”，更好地发挥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

LPR

）在实际利率形成中的引导作用。 分

析人士认为， 推进利率并轨有助于疏通货币政策

传导， 打破贷款利率隐性下限， 降低贷款实际利

率，未来有望逐步以

LPR

替代贷款基准利率，这又

必然要求

LPR

机制进一步完善、 市场化程度进一

步提高，在连续走平达

16

个月之后，距离

LPR

再次

“动起来”的日子可能已经不远。

自

2018

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首次提到存

在“利率两轨”的问题以来，央行在此后发布的每

一份货币政策报告中都提出推动 “两轨合一轨”，

而且着墨越来越多，方向越来越清晰，重点越来越

明确。（下转A02版）

“破7” 不失汇率之锚 宏观调控以我为主

□

本报记者 张勤峰

在“8·11” 汇改四周年前夕，人民币兑美

元汇率突破了7元。 分析人士指出，人民币“破

7” 是汇率双向波动更有弹性的表现，良好的

基本面仍将充当汇率基本稳定的 “定海神

针” 。 这次人民币“破7” 后，市场反应理性，近

几日市场情绪已渐趋平稳。 今后一段时间，人

民币兑美元汇率料继续呈现双向波动、维持适

度弹性。

进一步看，打破“7” 这个束缚人民币汇率

波动的“心中枷锁” ，背后传递出一个明确的

信号———宏观调控坚持以我为主，汇率因素不

构成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硬约束。

“破7” 体现外汇供求波动

上周，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和中间价先

后跌破7元关口。 8月5日，人民币兑美元即期市

场汇率率先“破7” ，其中离岸人民币最低跌至

7.1057元， 次日进一步刷新纪录低位至7.1388

元；在岸人民币8月5日最低至7.0548元，次日

进一步跌至最低7.0699元， 接近2008年3月中

旬的价位。 8月8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人民币

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设于7.0039元，为最近11年

来首次跌破7元关口。 人民币汇率并未在不断

试探中寻求突破，而是以快速调整的方式完成

了对这一心理关口的跨越。

央行日前发布2019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

报告指出，8月以来，受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等影

响，人民币对美元有所贬值，突破7元，反映了

外汇供求和国际汇市的波动。

“破7” 不等于没有“底线”

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汇率“破7” 不等于

打开贬值空间，不等于失去了“锚” ，也不等于

没了“底线” 。

长期看，人民币汇率的锚，绝不会是某个

整数关口或者某个区间，而是基本面。 鉴于经

济金融形势在不断发展变化，人民币汇率的合

理均衡水平自然也处于时刻变化当中，人民币

市场汇率围绕着基本面这个“锚” ，在合理均

衡水平附近保持浮动是正常现象。

事实上，汇率有了波动，价格机制才能发挥

资源配置和自动调节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汇率

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金融风险总体

可控，国际收支稳定，外汇储备充足，这些都为

人民币汇率提供了根本支撑。 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 （IMF）9日发布中国年度第四条款磋商报

告，重申2018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下降，人民

币汇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基本相符。 从以往历

史经验来看，在汇率水平与基本面相符且无大

的外部危机的情况下，一国汇率出现持续大幅

贬值的可能性极低。

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提出保持人民

币汇率弹性，但也没有放弃“底线思维” ，强

调在必要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稳定市场预

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

本稳定。 央行已披露将于8月14日在香港发

行30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 另外一点不可

忽视的是， 当前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模型中存

在“逆周期因子” ，用于防止人民币出现无序

贬值。 （下转A02版）

“百年老店” 如何炼成：独具匠心 专精主业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赵白执南

“主业突出、业绩优良、核心竞争力强的

上市公司往往是市场上的优质投资标的。 ” 证

监会主席易会满在5月11日出席中国上市公

司协会2019年年会时指出， 希望大股东和上

市公司董监高坚持正确的发展理念， 扎根实

体、练好内功，突出主业、做精专业。 不赚“快

钱” ，潜心主业，一大批高质量上市公司正以

令人尊重的方式稳步增长， 赢得投资者掌声，

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以期打造基业长青的百

年老店。

工匠精神铸就品质企业

分析人士指出，做优主业是夯实“百年老

店” 的基石。 上市公司应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

匠精神，铸就品质企业，凭实力吃饭。

在福耀玻璃福清生产基地， 一批智能调光

玻璃即将下线。“通过智能控制， 这批调光玻

璃，在正午可以降低透光度避免暴晒，夜晚可以

提高透光度欣赏夜景。透过一面玻璃，可以看到

两个‘视’界。 ”福耀玻璃产品负责人表示。

从最初的水表玻璃，到门类齐全的汽车玻

璃，再到如今功用繁多的智能玻璃，福耀1987

年成立至今的三十多年间，之所以能够屹立于

行业之巅，源于只做“一片玻璃” 的工匠精神。

2018年福耀玻璃198.8亿元的主营业务收入

中，汽车玻璃收入占比高达97%。

眼下，福耀玻璃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和技

术水平最高的汽车玻璃供应商， 产品配套100

多家主要车企，国内市占率约65%以上。 同时，

福耀先后在俄罗斯、美国、德国布局生产基地，

全球市占率约25%，成长空间广阔。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

认为，主业应该是一家公司主要的收入来源，也

应是公司较为出色和优秀的业务， 任何企业想

要站上行业制高点，必须要做专做精主业。

而纵观A股市场，不乏专注主业、独具匠

心精神的优质上市公司。 除福耀玻璃外，专注

于“一块屏” 的京东方，已成为向全球“领导

者”进发的中国面板之王。 目前全球每四台平

板电脑就有一块京东方的屏，全球每五部智能

手机就有一部使用京东方的屏。格力电器专注

电器行业几十年，最终成为最优秀的民族企业

之一。 深耕主业，在调味品行业优质赛道上的

长跑冠军海天味业，同样优势尽显，凭借其强

渠道议价能力增厚利润空间。

深耕主业避免盲目扩张

深耕主业是打造 “百年老店” 的唯一出

路。业内人士指出，与福耀玻璃、京东方等专注

主业的高质量上市公司路径相左，也有部分上

市公司无心经营主业，热衷于编故事、炒概念、

搞不切实际的跨界并购，终食苦果。

有的上市公司被指“不务正业” ，投资领

域多元化偏离主业，屡次质押股权为关联公

司担保，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冻结，股价跌

破平仓线。 有的上市公司，上市25年来公司

主业多次变更， 从电子元器件到房地产，再

到广告媒体、 区块链，A股热门概念一个不

落，结果却是其收购的新媒体、互联网公司

等接连爆雷。

分析人士指出，有不少公司在偏离主业后

及时“悔棋” ，意识到偏离主业是“种了别人

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最终回归主业，再获

“新生” 。

福耀玻璃就动过转型念头。 1991年，福耀

玻璃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募资2451万元，开展

多元化经营，除了汽车玻璃业务，还涉足装修

公司、加油站、配件公司、高分子公司，并参与

兴建房地产项目“工业村” 。

幸运的是，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参观

美国福特汽车博物馆时很快醒悟：“100年前

的美国和现在的中国有些相似。 当时美国有5

万家汽车厂在竞争， 如今只剩下3家瓜分全部

市场。 能够存活下来的汽车玻璃公司，历史都

超过百年，这些公司都靠专心于一件事而成为

最后的霸主。 ”回国后，曹德旺及时刹车，转让

了对房地产等项目的投资，全心投入汽车玻璃

建设。（下转A02版）

“追风者” 直击“利奇马”

浙江多家上市公司未受影响

□

本报记者 江钰铃

8月11日，中国证券报记者来到此次“利奇马” 台风受灾较为

严重的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

在阀门行业、泵业集中的永嘉县阳光大道两侧，许多工厂都有

不同程度受灾。 中国证券报记者看到，某阀门厂已恢复生产，但厂

房通风管道被台风吹倒。原本码放整齐的原材料也被狂风吹散。阀

门厂工人表示，目前他们分为两班，一班工人负责生产，另一班则

负责恢复工厂面貌。

在永嘉县城，倒伏的树木随处可见。 在某快递永嘉分拣中心，

中国证券报记者看到， 数十位工作人员正加班加点， 处理积压快

件。 分拣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受“利奇马” 影响，8月10日、11日的

部分快件积压，要在8月11日全部处理完毕。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温州永嘉一路驱车至丽水、金华方向看到，

高速公路两旁不时有被台风刮倒的工棚和大型机械设备。瓯江、大

溪、衢江等浙江南部主要河流至8月11日，水位依然较高。

上市公司方面，中国证券报记者看到，金石资源等一些上市公

司位于温州和丽水的厂房都未受影响。8月10日晚间，钱江摩托、跃

岭股份、 奥翔药业等多家浙江省温岭市和临海市辖区的上市公司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未受“利奇马”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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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8

月

9

日，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金沙滩海边掀

起巨浪 新华社图片

图2：温州市永嘉县城内因“利奇马”台风倒伏的

树木 本报记者 江钰铃 摄

图3：

104

国道永嘉段改建工程项目部，部分设施

被台风刮倒 本报记者 江钰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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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着力推进上市公司分类监管

深交所11日表示，深交所从多层次市场

实际出发，聚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按照“抓

两头、带中间”的思路，深入探索推进分类监

管，区分情况、突出重点、精准监管，持续提

升监管效能。 2019年上半年，深交所共计实

施纪律处分61单。


